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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将至，
如何做到景区旅游安全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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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全民阅读“短板”
左图 4 月 22 日，湖南省邵阳市
洞口县罗溪瑶族乡宝瑶古寨，村民与
游客们欢快地跳起了竹竿舞。该县在
做好疫情防控、确保游客健康安全的
前提下，近期有序开放旅游景区，促
进旅游业逐步复苏。
滕治中摄（中经视觉）

下图 4 月 22 日，在山东省日照
市东夷小镇，几位游客在美食街区游
览、选购。随着本土疫情持续得到控
制，日照市东夷小镇美食街区 90%多
的商家已恢复营业，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品尝美食、
休闲观光。
朱元理摄（中经视觉）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地公
园、景区陆续开放，个别景区在清明小长假期间
出现了游客聚集拥挤现象，显然不利于疫情防
控。
“五一”
小长假即将到来，
游客出游意愿更加
强烈，如何统筹做好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
开放，成为各地尤其是景区管理部门亟待解决
的现实问题。
对此，一些读者来信积极建言献策，
还有景
区管理工作者来信讲述了自己所在景区的管理
服务思路。大家呼吁，全社会一起努力，
力争安
全、平稳度过旅游高峰。

目前还不能“撒欢儿”
此前，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印发《关于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有序
推进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全国性文
体活动及跨省跨境旅游等暂不恢复。这一规定
很有必要，全国人民应对此给予理解和支持。
“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许多人在家“憋”
了两三个月，都准备趁“五一”小长假好好外出
放松一下。但要看到，虽然我国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但有些地方不时发现无症状感染者
或治愈后“复阳”病例，而且境外疫情仍在扩散
蔓延。所以，当前必须认真抓好“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工作，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做到慎
终如始，不获全胜绝不轻言成功。开展公共娱
乐和外出旅游固然有许多好处，但不能影响疫
情防控大局。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完全
可以“撒欢”的时候，依然需要人人为防疫作贡
献，虽然不必居家防疫，但也不能四处撒欢儿，
甚至造成游人聚集给防疫
“添乱”
。
“五一”小长假，我们可以根据本地和自身
实际，科学安排度假。在做好保护措施的前提
下，开展本省游、本地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同样能起到放松心情、饱览大好河山的作用。
再说，放假也并非只有旅游一项内容，
本着少聚
集、不聚餐的基本准则，适当开展读书充电、上
网遨游、观看影视剧、听听音乐、陪陪家人等，
都
不失为度假好方式。
（作者陆敬平，江苏省宿迁
市宿城区）

分流错峰避免扎堆
清明小长假期间，2 万游客挤爆黄山风景
区，造成了疫情扩散风险，
让不少人着实捏了一
把汗。我认为，
除了控制景区接待量，
景区还需
要配套其他措施，把工
作做实做细，才能有效
在疫情还未结束的情况下，景区推行门票预约
避免旅游爆满造成的无
制可以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世界上不少景区和公园
序局面。
实行旅游预约制已经多年，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为
比如，全面实行实
保证疫情期间游客安全，防止疫情反弹，各景区可
名预约制，避免没有购
根据国家防疫要求，设置一个容纳游客的上限，一
买门票的游客拥挤在景
旦突破这个上限，立即发出预警并及时限流；并根
据这个上限，确定每天合理的游览人数，通过门票
预约制让游客有序分散地进入游览区，既可防止疫
情扩散，又能保障游客参观质量。
——周怀生，
山西太原铁路局原平工务段

区大门口，杜绝不必要
的 人 员 扎 堆 、聚 集 现
象。如果没有配套实名
制预约，极有可能造成
很多游客到景区大门口
买门票，
形成人员聚集。
同时，旅游景区在
开放游客进入景区游玩
时，
应严格采取分时段、
间隔性办法安排游客入
园，
避免游客集中、扎堆
在同一时间段涌进景
区。同时，旅游景区所
有大门应当同时开放，
引导和方便游客从不同
方向大门口入园，避免
游客按照同向路线游玩。
景区餐饮机构、公厕是最容易出现人员聚
集的场所，也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景区
餐 厅 应 设 立 隔 间 ，确 保 游 客 间 隔 距 离 超 过 1
米。在景区公厕出现排队情形时，景区要安排
工作人员维持秩序，
避免造成游客扎堆聚集。
总之，
疫情尚未结束，
旅游景区和广大游客
疫情防控意识仍然不能放松。这既需要旅游景
区加强管理，
做好服务，
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
也需要广大游客自觉保持文明、安全的旅
游习惯。
（作者张立美，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

医护服务必须跟上
除了因势利导制定各项应急预防措施和处
置预案，
完善各类软硬件设施外，
作为应急预防
和处置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景区医护服务
必须做到未雨绸缪，
拧紧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这道安全阀，
既保证各类检测的准确性，
又能够
应对景区突发情况，为疫情防控上牢第一道
保险。
首先，
要在各景区入口处设立体温检测站，
推行出入检测制度。今年清明节期间，笔者在
多个景区看到，景区入口处的体温检测站已被
拆除，
游客凭票进入但未检测体温，
给疫情传播
埋下了风险隐患。即将来临的“五一”小长假，
有关部门要与景区密切协作，对出入景区的游
客执行严格的检测制度，
确保不漏一人，
不误一
项，
从源头堵住漏洞。
其次，
要优化医护服务资源整合，
抽调精兵
强将开展医护服务。对于人员整合，要保质保
量，
确保相关人员熟悉体温检测、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相关设备设施操作流程，
严防因流程陌生
导致意外事件发生等现象。对于体温检测仪、
防护口罩、应急药品、设备设施等医护硬件设施
的整合，要确保数量足、质量高，严防突发紧急
情况下出现
“远水难救近火”
等现象。
其三，要开展医疗救护志愿者服务。景区

张国栋

可与当地医院联合成立医疗志愿者服务队，在
景区开展流动服务，利用流动药箱为身体不适
的游客送医送药，并随时向医院反馈景区疫情
防控紧急突发情况，
为第一时间抢救生命、保障
游客健康畅通信息沟通渠道。
（作者刘佳跃，贵
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

游客也需自我防护
前一段时间，
一些游客外出旅游时，
自我防
护这根弦绷得不够紧，
甚至心存侥幸、
麻痹大意，
对如何搞好疫情防控缺乏自觉性和严谨性，
容易
给自身和他人的健康安全带来隐患。因此，
搞好
疫情常态化下的旅游业，
需要把引导和督促游客
做好自我防护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
每一位游
客都应增强防疫意识，
自觉做好防护。
首先，
游客要注意优选旅游线路、点位和时
段。应注意搜寻和利用有效信息，提前搞清相
关景区的游客流量现状和未来走势，从避免扎
堆、聚集着眼，
选择错峰旅游，
避开旅游高峰，
尽
量减少与较多游客接触，在游客相对较少的时
间段到自己心仪的景区景点旅游，进而增加自
我防护的有利条件。
第二，要把个人防护措施落实落细。外出
旅游，
尤其是到知名景区景点旅游，
要时刻把做
好自我防护放在第一位，戴好防护口罩、手套、
护目镜等；无论在游览游玩过程中，还是就餐、
住宿、购物时，都要做好自我防护，不能马虎和
随意。家长带孩子旅游要做好全员防护，不能
只注意成年人的防护，忽视对孩子防护的监
护。要把各个环节的自我防护做扎实，不留空
白和漏洞。
第三，要自觉遵守旅游公司和景区景点的
防控规定和相关制度。搞好自我防护，要自觉
遵守旅游公司和景区疫情防控规定，服从公共
防控措施，
增强团队意识，
把自我防护融入旅游
团队和景区的疫情防控之中。
（作者王宗征，
天津市宝坻区档案馆）

江西省南昌市梅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
我的工作单位是江西省南昌市梅岭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旗下有狮子峰、竹海明
珠、神龙潭等 5 个景区景点。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公司严格落实上级部门对疫情防
控相关要求，对景区、景点、登山步道等区域
采取关闭措施，取消了 2020 年春节期间景区
内的一切旅游文化活动，并通过“云游江西”
平台对已经预约的游客作登记保留，全力保
障游客和员工的身体健康。
利用景区关闭的空档期，我们对景区以
及酒店客栈、
观景和游玩设施全面彻底消毒，
对监测设备、观景步道、标志标牌更新修复，
对湖泊水系清淤，确保恢复景区开放后的游
客安全。从 3 月 15 日起，公司采取分级分批
方式逐步推进景区、
景点恢复营业，
并充分利
用新媒体手段，
全方位、
多渠道及时宣传各景
区实施的安全出游规定、疫情防控预案和保
障措施，
让游客放心而来、
安全游玩。
景区开放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坚持做好
消毒工作，并实施网上实名预约和线下扫码
非接触式购票，团队购票人员实行分时预约

近日公布的第十七次全民阅读调查显示，2019 年我国成
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保持增长势头，但纸质图书和电子
书阅读量有所下降。手机和互联网成为成年国民接触媒介的
主体，
有声阅读继续较快增长，
听书成为读书人的新选择。
全民阅读活动开展十几年来，
正在形成越来越浓的
“多读
书、读好书”氛围。全民阅读多项数据保持增长，既因为各种
阅读推广活动收到效果，
也因为供给方不断创新服务，
还在于
越来越多的人求知欲增强，正在或已经养成阅读习惯。这不
仅有助于提升国民素质，
还有助于培育壮大相关产业。
不过，
目前全民阅读还有不少
“短板”
需要弥补。比如，
调
查显示，成年国民网上活动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为
主，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书阅读行为占比偏低。
显然，
这种阅读质量不高。同时，
纸质图书阅读量下降不仅因
其不如手机阅读方便，
还因为纸书特长发挥不够，
没有以
“质”
以“深”取胜。再如，城乡居民阅读情况差异较大。2019 年我
国城镇居民综合阅读率为 86.4%，较农村居民的 75.2%高
11.2 个百分点，这提醒全民阅读推广重点需向农村“下沉”。
另外，
近七成成年国民希望全民阅读活动再多一些，
也反映出
这类活动供给不足，
这个
“短板”
也要补上。
全民阅读的“量”总体来说“长势”喜人，但“质”还有待提
升。要提升阅读质量，需要在政策、市场、社会文化涵养等方
面共同发力；既需要内容提供方、内容平台提升内容质量，也
需要读者培养由浅入深的阅读习惯。
（作者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苇路柏林爱乐小区）

作揖礼可倡导但不必强推

监测关口前置 避免游客聚集
安全有序开放景区，要做好抗疫防护安全功课。除限制游客数
量、
对游客测体温、
全程扫码出入、
游客保持合理间距外，
建议在景区
增设抗疫防护用品售卖点。让游客在景区可及时便捷地购买使用防
护用品，
绝非小事。游客出行，
会存在口罩损坏、
不小心弄脏无法使用
等问题。景区游客多数时间暴露在人员密集、
容易诱发交叉感染风险
的环境中，
需使用医用酒精、
免洗手消毒液等及时消毒杀菌。做好这
一工作，要确保景区售卖的防护用品来源安全可溯、
质量标
准可靠、
价格合理可控，游客能够接受。要加
强监管，
杜绝以次充好、
价格虚高等问题。
——彭竹兵，
云南省曲靖市财政局

冯海宁

近日，浙江衢州衢江区 117 所学校推广作揖礼引发热
议。当地有关部门回应称，推广作揖礼一方面是为避免疫情
期间师生近距离接触，另一方面是助推传统文化和“衢州有
礼”
品牌打造。
疫情使大家不得不保持一定社交距离，相互握手甚至拥
抱等见面问候方式有些不合时宜。在此前提下，古已有之的
作揖礼就派上了用场。特殊时期，
通过行作揖礼，
一来可以提
醒大家注意疫情还没过去，要注意保持距离，加以防范；二来
也是一种文化传承，
有积极意义，
也值得倡导。
但需要注意的是，
校园里的老师和学生，
相互之间本来就
很熟悉，
通常见面大多点个头打个招呼而已，
平时并不太会握
手，
更不可能相互拥抱。因此，
就学校疫情防控的实际而言，
行
作揖礼主要是起到一种提醒警示作用，
不宜过分夸大其价值。
换句话说，提醒大家保持距离，行作揖礼并非唯一选
项。见面问候的方式方法很多，作揖礼可以倡导，但不必强
行推广。诚如网友所言，
“有礼”要传承文化，也要体现社会
进步的价值观。学校如此，其他单位、其他部门也一样，作
揖礼可以倡导，但不必强推。
（作者地址：
山西省寿阳县西北大街）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4 月 20 日，江西省抚州银保监分局南丰监管组干部会同
九江银行南丰支行工作人员来到南丰县金正大肥料销售有限
公司了解复工复产情况，并宣传减息、降息、免息等优惠政
策，
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聂 威摄（中经视觉）

霞

进山，对进入景区的游客实行红外线测温和
实名登记。清明小长假期间，我们共接待游
客 20 万 人 次 ， 但 得 益 于 健 康 监 测 关 口 前
置，各大景区客流得到了疏导，景区秩序井
然。我们景区在停车场就开始检测体温、扫
码登记。以前，一辆自驾游车辆进入景区大
概要两三分钟，现在则需要 5 分钟至 10 分
钟。虽然现在工作量是原来的好几倍，但疫
情防控期间，确保游客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是第一位的。
即将到来的
“五一”
小长假，
我们做了前期
预判和部署，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结合主要景点资源，
主推赏花游、
采摘游、
登山
游等空气流通、
视野开阔的精品路线。同时，
开展
“跟着主播打卡湾里网红景点”
活动，
重点
推介人员分散的户外游览路线，
在满足游客亲
子度假、
欢乐休闲等多种需求的情况下，
对潜
在游客提前分流，
防止在优惠政策吸引下出现
游客
“井喷式”
增长和
“扎堆”
现象。
（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融媒体中心 陈 璞
整理）

4 月 20 日，国家税务总局山东淄博博山区税务局网格导
税员正在为山东柳杭减速机有限公司提供税务网格化服务，
解决企业便捷报税问题，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宋为群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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